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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衛理公會的核心價值是「以世界為牧區」，

帶著宣教的使命進入世界，從1744年會祖約翰

衛斯理在英國倫敦召開第一次年議會，開啟衛

理公會普世宣教的旅程，直到1784年向英國當

局註冊為合法永久性的宗教組織，至今已逾二

百七十一年。這應驗了聖經所說：「因為耶和

華本為善；祂的慈愛存到永遠，祂的信實直到

萬代。」(詩100：5)

     2010年8月衛訊第51期，微僕分享「衛理

精神，承先啟後」一文，其中已述及三教義四

支柱，六年來也盡力維持符合聖經真理的衛理

精神，希望未來的同工團隊接力而為！倚靠聖

靈，同心佈道，復興教會，建造門徒，生養教

會。

    衛理公會的三個核心教義和四個信仰支柱，

是我們的神聖價值和存在目

的。

一、三個基本教義：
(一)上帝無條件的愛：

    上帝愛世人的福音，在

會祖時代的教會處境已漸失

溫，愛心逐漸冷淡，傳揚福

音愛人靈魂的熱情相對冷漠，

教會失去起初的愛心。

    會祖有見於教會漸失愛人靈魂之心，對神

愛世人的心意日漸淡忘，教會信仰退步，不傳

福音，不禱告，失去佈道的動力，教會貴族化

，牧者職業化，失去見證和功用。會祖和一群愛

主人士，從研經、禱告、佈道、追求敬虔生活

，活出聖潔生命，立約愛主愛人，恢復起初的

愛心，開啟宗教復興之路。是故上帝無條件之

愛是宣教的核心，透過聖靈的工作而持續推動

。福音才能開枝散葉，生根茁壯，在世界各地

設立生養眾多的教會。會祖說：「沒有拯救任

何靈魂的人並不是基督的僕人。」(致一位神職人

員，1748)

(二)基督徒的完全：

    衛理公會意即「循規蹈矩」的教會。敬虔

運動具有生命的影響力，帶出屬靈的感染力。

基督徒必須成為忠心跟隨耶穌的門徒，作世上

的光世上的鹽，發揮生命的功用。基督徒的完

全之定義；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上帝並愛人如

己。敬虔帶出聖潔的生命，分別為聖，影響世

人歸向上帝。

「我要求衛理公會中必須保持合一聖潔」(1766)。

(三)聖靈的確據：

    聖靈的確據是信仰的印證和宣告，與上帝

建立直接又堅固的生命關係，「聖靈與我們的

衛理三教義四支柱的再思



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羅8；16)聖靈

內住和同在，是我們的信仰之美好經歷，經歷重

生和喜樂平安，「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8：6)。聖靈的工作是教會發展的基礎，倚

靠聖靈方能成事(亞4：6)。聖靈降臨在我們身

上，我們就必得著能力為主作見證(徒1：8)。

在聖靈裡禱告(猶20)。不要叫聖靈擔憂(弗4：

30)。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6：18)。

結出聖靈的果子(加5：22-23)。不要消滅聖靈

的感動(帖前5：19)。聖靈的工作是我們必須

注重的。

二、四個支柱：
1.聖經：會祖說：

「我只有一本書(聖

經)」。

    「一七二九年，

我開始把聖經當做是

會督的話

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純真信仰的唯一典範來研

讀。」(有關基督徒的完美)聖經是我們信仰的

唯一標準，建造教會向外宣教的藍圖根基。以

大使命和大誡命做核心，使信主者都成為真心

跟隨基督的門徒。門徒訓練是教會事工的核心，

因為聖經給我們帶來異象和目標，使主的教會

永續發展、向前邁進，使萬國萬民歸向基督。

2.傳統：「以世界為牧區」不斷的宣教是我

們的優良傳統，生養培育門徒、建立教會、敬

虔聖潔、服務人群是我們的傳統；發展小組，

建立榮神益人的教會是我們的傳統。敬虔是我

們的傳統。

3.理性：「信仰乃是擁有健全心思的靈。」(

熱心的本質)「真正的信仰乃是全心全意地愛

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並且在那裏的愛

裡禁戒一切惡事，又對所有的人施行所有可能

的善事。」(進一步的訴求)理性的判斷是上帝

賜給我們的恩典，讓我們可以正確回應聖經教

導及聖靈的引導。會祖說：「緊隨你的律法，

即神的道，並你的導引，即聖靈，你必永不失

望。」(1761)

4.經驗：「衛理會教友們的所有教派均傳揚

生命的信息」(1790)。「如果沒有熱忱，便是

不可能使宗教傳揚，也不可能為鄰友服務。」

(熱心)「做對的事，不要怕」(1788)。「每一

位信徒必須享受生命」(1787)。「使生命發揮

功能。」(1788)經驗聖靈的重生與更新，並持

守真理順服聖靈，為主而活，榮神益人，不虛

此生，不辱主名。

結論：
    會祖說：「每一個人多麼需要站立在正確

的根基上！除了耶穌的寶血，沒有辦法可以進

入至聖所。所有一切之中最好的，乃是上帝與

我們同在。」(最後的話)

    願我們都能承接本宗美好的屬靈產業，倚

靠聖靈，遵行聖經真理，高攀十架，彰顯基督，

奔那擺在前面的旅程，發展教會，同心興旺福

音，作主門徒，作主工人，直到見主榮面。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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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五月3

日，擔任當時嘉義

衛理堂主任牧師的

「傑哥」張瑞傑牧

師，因為癌症安息

主懷，旅世45載。

傑哥身後留下兩位親人—太太林白蘭師母以及

母親張林綉花姊妹。那一刻起，白蘭師母選擇

代替丈夫來照顧母親，只不過婆婆當時仍未信

主。這對婆媳都沒有了丈夫、也沒有小孩，但

現在的她們都有了上帝—成為神的兒女！

    在白蘭師母禱告21年後，婆婆主動於今年

復活節三月27日在太平幸福衛理堂受洗。婆婆

並且辦理在法律上收養媳婦成為「女兒」，讓

白蘭師母有婆家，現在更有了「娘家」。

最重要孝順：好好陪婆婆

    與傑哥結婚17年的白蘭師母，過去婆媳的

相處有先生在中間，先生可以協助與婆婆溝通。

但先生安息後，她與婆婆的相處，個性、生活

習慣，也有爭執、吵架，但愈吵感情愈好，為

什麼？因為她們婆媳倆會溝通、會一起禱告，

也會一起去教會，雖然當時婆婆還未受洗信主。

    過去瑞傑牧師就常跟母親傳福音，那時母

親總認為你信你的就好；但他的離世，對母親

來說更懷疑真的有上帝嗎？白蘭師母說，婆婆

會覺得兒子是神的僕人，幫助很多人，為什麼

上帝不醫治他？

    當婆媳決定住在一起，白蘭師母先跟婆婆

約法三章：「我是基督徒，所以不會拜公公的

神主牌，會以基督信仰的方式追思。」她讓婆

◆太平衛理堂 林白蘭

婆清楚知道，現在最重要且最實際的孝順就是

會「好好陪伴婆婆」。而神也奇妙動工，讓婆

婆後來願意由牧師將公公的神主牌位移除、也

將公公的骨灰罈從台中遷至嘉義（基督教墓園）

—這個兒子最後事奉上帝的城市。

婆婆成為「上帝的女兒」

    沒想到有天婆婆突然跟她說：「我要受洗

了！」讓白蘭師母高興的快要跳起來！原來經

過牧師的分享，讓婆婆知道上帝真的很愛瑞傑

牧師、透過瑞傑牧師祝福許多的人，並且讓瑞

傑牧師生前有機會說出家族中過去的傷害，在

主裡饒恕得釋放。婆婆心中對上帝的「結」解

開了，婆媳之間也因著「傑」跟上帝，感情愈

來愈緊密了。

    婆婆有天跟白蘭師母開玩笑說：「我要受

洗了，那妳願意為我改變什麼嗎？」原來婆婆

希望讀神學院的媳婦，不要太晚睡、飲食不要

亂吃、身體要健康。婆婆更對白蘭師母說：「

妳不能比我早走（離世）喔，要陪我久一點！」

婆媳之情溢於言表。

    現在婆婆正在進行收養程序，預定五月法

院會做最後的裁定。白蘭師母感恩地說，婆婆

決定收養她成為女兒，對她最重要的意義是「

婆婆認定她跟傑哥所信的基督！」因此，不僅

她將變成婆婆的女兒，婆婆更成為「上帝的女

兒」！

文章來源：基督教論壇報 

http://www.ct.org.tw/1279075#ixzz470QC1F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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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羅8；16)聖靈

內住和同在，是我們的信仰之美好經歷，經歷重

生和喜樂平安，「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

羅8：6)。聖靈的工作是教會發展的基礎，倚

靠聖靈方能成事(亞4：6)。聖靈降臨在我們身

上，我們就必得著能力為主作見證(徒1：8)。

在聖靈裡禱告(猶20)。不要叫聖靈擔憂(弗4：

30)。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6：18)。

結出聖靈的果子(加5：22-23)。不要消滅聖靈

的感動(帖前5：19)。聖靈的工作是我們必須

注重的。

二、四個支柱：
1.聖經：會祖說：

「我只有一本書(聖

經)」。

    「一七二九年，

我開始把聖經當做是

會督的話

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及純真信仰的唯一典範來研

讀。」(有關基督徒的完美)聖經是我們信仰的

唯一標準，建造教會向外宣教的藍圖根基。以

大使命和大誡命做核心，使信主者都成為真心

跟隨基督的門徒。門徒訓練是教會事工的核心，

因為聖經給我們帶來異象和目標，使主的教會

永續發展、向前邁進，使萬國萬民歸向基督。

2.傳統：「以世界為牧區」不斷的宣教是我

們的優良傳統，生養培育門徒、建立教會、敬

虔聖潔、服務人群是我們的傳統；發展小組，

建立榮神益人的教會是我們的傳統。敬虔是我

們的傳統。

3.理性：「信仰乃是擁有健全心思的靈。」(

熱心的本質)「真正的信仰乃是全心全意地愛

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並且在那裏的愛

裡禁戒一切惡事，又對所有的人施行所有可能

的善事。」(進一步的訴求)理性的判斷是上帝

賜給我們的恩典，讓我們可以正確回應聖經教

導及聖靈的引導。會祖說：「緊隨你的律法，

即神的道，並你的導引，即聖靈，你必永不失

望。」(1761)

4.經驗：「衛理會教友們的所有教派均傳揚

生命的信息」(1790)。「如果沒有熱忱，便是

不可能使宗教傳揚，也不可能為鄰友服務。」

(熱心)「做對的事，不要怕」(1788)。「每一

位信徒必須享受生命」(1787)。「使生命發揮

功能。」(1788)經驗聖靈的重生與更新，並持

守真理順服聖靈，為主而活，榮神益人，不虛

此生，不辱主名。

結論：
    會祖說：「每一個人多麼需要站立在正確

的根基上！除了耶穌的寶血，沒有辦法可以進

入至聖所。所有一切之中最好的，乃是上帝與

我們同在。」(最後的話)

    願我們都能承接本宗美好的屬靈產業，倚

靠聖靈，遵行聖經真理，高攀十架，彰顯基督，

奔那擺在前面的旅程，發展教會，同心興旺福

音，作主門徒，作主工人，直到見主榮面。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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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讓白蘭師母高興的快要跳起來！原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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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了，那妳願意為我改變什麼嗎？」原來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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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會做最後的裁定。白蘭師母感恩地說，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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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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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感言

◆徐雪坪

    當正在父母的羽翼之下時，總是覺得父母

的愛是沉重與干涉。

    事實上，等到做子女的長到有自己的思想

和意見時，就會希望父母可以少關注自己一些，

特別是有關自己的行動自由；又或者是有各種

自以為是的想法，又覺得這些想法是獨特的，

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父母少些干涉吧！有時

企圖想要隨心所欲的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時，多

希望父母的感情不要太濃，不要太多的「為你」

著想。

    只有當自己有了孩子，養育了孩子，成為

父母時，才能開始明白，原來那些想逃離父母

的眼睛和管束的舉動，是會傷害為人父母的心

腸和感情的。現在為人父母的焦慮，是回應了

從前自己身為子女的不耐煩和冷硬。

    我最怕跟我的母親上菜市場。因為她那討

價還價，外加一根蔥或是一塊薑的功力，打遍

市場無敵手，我看出她多不受歡迎。我總是羞

愧的、小聲的拉著她的衣角，重複著說：「走

了啦！走了啦。」有時她不理會我，有時卻會

猛然地大聲的對我說：「催什麼催？要走妳走

呀！」然後繼續與老闆奮戰下去。我真氣，她

不懂什麼叫「無地自容」，也不會看別人厭惡

的眼光和表情。但我卻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在

看我們的笑話。

    當我接受生活中經濟壓力的洗練之後，我

很慚愧的想起，我那不識字又不懂人情世故的

媽媽，是怎麼在九張吃飯的嘴巴和貧窮的環境

中，為我們掙得的足以遮風避雨的家呢？豈不

是當初那為五毛錢、一塊錢，跟菜販老闆爭得

面紅耳赤的，我眼中無知的媽媽麼！

    我也怕跟母親談論事情。她讓我覺得根本

甚麼都不懂，還要裝懂來教訓我。她要罵起人

來，聲音大到穿透牆壁，也穿刺我的腦袋，不

敢回嘴，以免更可怕的言語出來，像利箭，穿

透我的心，我會懷疑我是她親身的女兒嗎？真

恨不得死掉算了，因為鄰居一定都聽到了，怎

麼能見人呢？

    如今，她已老病在輪椅上，常常以氣若游

絲的聲音，試圖說出那不成句，又讓人聽不懂

的、時空交錯的語言，希望我能多聽她說話。

看著她，想起以前對她的不信任與無視，眼眶

總會不自禁地熱起來。那個完全不管別人的想

法，不懂別人感受的強脾氣婦人，哪去了？

    當我開始養兒育女之後，我常覺得自己很幸

運，因為我信了耶穌，我可以從自小感覺不幸福

的感覺中，走出來。我告訴自己，要擺脫那纏繞

我的夢靨，不要再做自慚形穢的人；不要再有那

不和諧吵鬧的父母；也不要再有那眾目睽睽而無

地自容的感受。

親情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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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感言

(本文作者為衛理公會總會執行秘書)

    猶記得，初初進入所謂的基督教家庭，我

帶著遲疑和不信任的眼睛，就想看看這種家庭

的父母子女之間，到底有甚麼不一樣。我漸漸

發現，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虔誠信主的

母親，我的婆婆，另一個媽，常常口稱感謝主，

又常常在平淡無奇的油鹽柴米生活中，偶有一

點點時間的閉目禱告，或輕輕開放雙手在胸前，

微啟雙唇喃喃數句，然後就好像常吁了一口氣，

轉身之間腳步似乎輕盈了些，又充滿了活動力

在屋子前後穿梭。

    家裡頭，除了小蘿蔔頭們嬉笑吵雜之聲外，

不會有女主人大聲的喊叫或斥責聲音。我從其

中觀察到了，也羨慕的開始學習，要在生活中

注入信仰的元素。原來只要多多的研讀聖經，

並且要求自己好好的照著去做，會有上帝的恩

典幫助我，就可以從其中得到改變生命的能力。

    我抓住了這個信心之旅，下定決心，要得

到跟我的母親的家不一樣的家庭。我也期許自

己，要成為跟我媽不一樣的妻子、媽媽。信仰

之旅一旦展開，只能往前不能往後，也沒有後

悔、更沒有回頭路走，因為期待從上帝來的幸

福，須要我付出代價，持續的與主向前行。

    我並不真知道怎麼作父母才是正確的，我

也不知道我的學習和體驗，能不能真的讓我的

孩子們覺得幸福。但是我一面學習聖經的教導，

一心要得上帝的祝福；我也一面以我的母親為

鑑戒，發誓一定不走母親的路線。如今，我的

孩子們都已成家立業，並且都在基督裡得到祝

福。我想我可以感恩的說，是耶穌讓我經歷生

命被翻轉的喜悅，也經歷命運被改變的幸福。

    我正站在上承父母之恩，下傳親子之情的

關口上。希望藉著耶穌的恩典，回憶那漸漸模

糊的、遙遠的和父母的故事，使我心得著醫治

和堅固。對我的兒女來說，我可能不是完美的

母親，但我愛他們的心，想必比我的媽媽所表

達的好太多了。他們可能也還不能體會，父母

子女之間的親情，是多麼的糾結、矛盾、和無

可奈何。

    一代代的親情，上一代望著下一代，漸漸

遠離的背影，中間連繫著牽腸掛肚的思念，常

常啃食那眼望著背影的人之情感。一些些的無

奈，還有一點點的哀愁，只能垂下額頭告訴自

己：沒關係，孩子長大了，該獨立了。或者是

告訴自己，孩子們有他自己的家庭與天地了。

所以，有時又得昂起頭來，告訴自己要莊敬自

強，不要妨礙到孩子。

    我似乎忘記了，當年是如何的讓自己的雙

親，因「目送」我刻意的分離，而在臉上爬滿

的掛慮與傷感。今天，我想起了老媽，希望她

忘記所有一切的傷害和痛苦。因為信主，使我

能明白，媽媽的童年、年輕時代，受太多太多

的傷害和痛苦，那是她的那時代的悲劇，她沒

有過愛，所以她不知道愛。如今，我擁有那從

天上來的愛，這愛會傳下去。但我們的愛，當

然有時還是會燙到親愛的家人。

    我如今更明白，父母子女一場，不僅僅是

今生今世一場場不同情景的悲歡離合，還是永

遠都會被傳唱不絕，又不會厭倦的真愛。做父

母的，抓住親子之情的時候，有許多滿足和希

望；而目送漸行漸遠的孩子們背影時，卻留下

彷彿越來越孤單的自己和無趣。只有抬頭往上，

希望時時都能仰望住雲層中的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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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雪坪

    當正在父母的羽翼之下時，總是覺得父母

的愛是沉重與干涉。

    事實上，等到做子女的長到有自己的思想

和意見時，就會希望父母可以少關注自己一些，

特別是有關自己的行動自由；又或者是有各種

自以為是的想法，又覺得這些想法是獨特的，

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父母少些干涉吧！有時

企圖想要隨心所欲的做些自己喜歡的事時，多

希望父母的感情不要太濃，不要太多的「為你」

著想。

    只有當自己有了孩子，養育了孩子，成為

父母時，才能開始明白，原來那些想逃離父母

的眼睛和管束的舉動，是會傷害為人父母的心

腸和感情的。現在為人父母的焦慮，是回應了

從前自己身為子女的不耐煩和冷硬。

    我最怕跟我的母親上菜市場。因為她那討

價還價，外加一根蔥或是一塊薑的功力，打遍

市場無敵手，我看出她多不受歡迎。我總是羞

愧的、小聲的拉著她的衣角，重複著說：「走

了啦！走了啦。」有時她不理會我，有時卻會

猛然地大聲的對我說：「催什麼催？要走妳走

呀！」然後繼續與老闆奮戰下去。我真氣，她

不懂什麼叫「無地自容」，也不會看別人厭惡

的眼光和表情。但我卻覺得，全世界的人都在

看我們的笑話。

    當我接受生活中經濟壓力的洗練之後，我

很慚愧的想起，我那不識字又不懂人情世故的

媽媽，是怎麼在九張吃飯的嘴巴和貧窮的環境

中，為我們掙得的足以遮風避雨的家呢？豈不

是當初那為五毛錢、一塊錢，跟菜販老闆爭得

面紅耳赤的，我眼中無知的媽媽麼！

    我也怕跟母親談論事情。她讓我覺得根本

甚麼都不懂，還要裝懂來教訓我。她要罵起人

來，聲音大到穿透牆壁，也穿刺我的腦袋，不

敢回嘴，以免更可怕的言語出來，像利箭，穿

透我的心，我會懷疑我是她親身的女兒嗎？真

恨不得死掉算了，因為鄰居一定都聽到了，怎

麼能見人呢？

    如今，她已老病在輪椅上，常常以氣若游

絲的聲音，試圖說出那不成句，又讓人聽不懂

的、時空交錯的語言，希望我能多聽她說話。

看著她，想起以前對她的不信任與無視，眼眶

總會不自禁地熱起來。那個完全不管別人的想

法，不懂別人感受的強脾氣婦人，哪去了？

    當我開始養兒育女之後，我常覺得自己很幸

運，因為我信了耶穌，我可以從自小感覺不幸福

的感覺中，走出來。我告訴自己，要擺脫那纏繞

我的夢靨，不要再做自慚形穢的人；不要再有那

不和諧吵鬧的父母；也不要再有那眾目睽睽而無

地自容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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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感言

(本文作者為衛理公會總會執行秘書)

    猶記得，初初進入所謂的基督教家庭，我

帶著遲疑和不信任的眼睛，就想看看這種家庭

的父母子女之間，到底有甚麼不一樣。我漸漸

發現，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就是虔誠信主的

母親，我的婆婆，另一個媽，常常口稱感謝主，

又常常在平淡無奇的油鹽柴米生活中，偶有一

點點時間的閉目禱告，或輕輕開放雙手在胸前，

微啟雙唇喃喃數句，然後就好像常吁了一口氣，

轉身之間腳步似乎輕盈了些，又充滿了活動力

在屋子前後穿梭。

    家裡頭，除了小蘿蔔頭們嬉笑吵雜之聲外，

不會有女主人大聲的喊叫或斥責聲音。我從其

中觀察到了，也羨慕的開始學習，要在生活中

注入信仰的元素。原來只要多多的研讀聖經，

並且要求自己好好的照著去做，會有上帝的恩

典幫助我，就可以從其中得到改變生命的能力。

    我抓住了這個信心之旅，下定決心，要得

到跟我的母親的家不一樣的家庭。我也期許自

己，要成為跟我媽不一樣的妻子、媽媽。信仰

之旅一旦展開，只能往前不能往後，也沒有後

悔、更沒有回頭路走，因為期待從上帝來的幸

福，須要我付出代價，持續的與主向前行。

    我並不真知道怎麼作父母才是正確的，我

也不知道我的學習和體驗，能不能真的讓我的

孩子們覺得幸福。但是我一面學習聖經的教導，

一心要得上帝的祝福；我也一面以我的母親為

鑑戒，發誓一定不走母親的路線。如今，我的

孩子們都已成家立業，並且都在基督裡得到祝

福。我想我可以感恩的說，是耶穌讓我經歷生

命被翻轉的喜悅，也經歷命運被改變的幸福。

    我正站在上承父母之恩，下傳親子之情的

關口上。希望藉著耶穌的恩典，回憶那漸漸模

糊的、遙遠的和父母的故事，使我心得著醫治

和堅固。對我的兒女來說，我可能不是完美的

母親，但我愛他們的心，想必比我的媽媽所表

達的好太多了。他們可能也還不能體會，父母

子女之間的親情，是多麼的糾結、矛盾、和無

可奈何。

    一代代的親情，上一代望著下一代，漸漸

遠離的背影，中間連繫著牽腸掛肚的思念，常

常啃食那眼望著背影的人之情感。一些些的無

奈，還有一點點的哀愁，只能垂下額頭告訴自

己：沒關係，孩子長大了，該獨立了。或者是

告訴自己，孩子們有他自己的家庭與天地了。

所以，有時又得昂起頭來，告訴自己要莊敬自

強，不要妨礙到孩子。

    我似乎忘記了，當年是如何的讓自己的雙

親，因「目送」我刻意的分離，而在臉上爬滿

的掛慮與傷感。今天，我想起了老媽，希望她

忘記所有一切的傷害和痛苦。因為信主，使我

能明白，媽媽的童年、年輕時代，受太多太多

的傷害和痛苦，那是她的那時代的悲劇，她沒

有過愛，所以她不知道愛。如今，我擁有那從

天上來的愛，這愛會傳下去。但我們的愛，當

然有時還是會燙到親愛的家人。

    我如今更明白，父母子女一場，不僅僅是

今生今世一場場不同情景的悲歡離合，還是永

遠都會被傳唱不絕，又不會厭倦的真愛。做父

母的，抓住親子之情的時候，有許多滿足和希

望；而目送漸行漸遠的孩子們背影時，卻留下

彷彿越來越孤單的自己和無趣。只有抬頭往上，

希望時時都能仰望住雲層中的那光。



2016.06 衛訊86期 6

    基督教育委員會年度大事---背經比賽：從北到南、從四月到五月、從8歲到80歲，無不口唱

心合同聲背誦神的話，背經嚴然成為許多堂會的重點事工，

    期待背誦神的話成為衛理會的一種靈命進深的運動，也成為教會復興的火苗。因為出於神的

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路1:37) 

    5月1日晚上，在台北衛理堂，舉辦了一場聖樂佈道會。由香港知名音樂家楊伯倫先生，所領

隊的香港中華聖樂團演出。佈道主題為「生命之歌」，配合多首美妙的詩歌，由李炳光牧師佈道

呼召。

活動報導

背經比賽活動花絮

聖樂佈道會

2016.06 衛訊86期 7

活動報導

基督化家庭週-模範父親

    「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箴1：8)，「智

慧之子聽父親的訓誨，褻慢人不聽責備」(箴13：1)，感謝神!在目前普遍以

姊妹為多數的教會裡面，我們在衛理公會裡仍看到許多盡心擺上的弟兄

，他們不但自己有好榜樣愛主愛人，也教導他們的下一代，代代傳承服

事神，如此美好的言行，勘為楷模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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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不但自己有好榜樣愛主愛人，也教導他們的下一代，代代傳承服

事神，如此美好的言行，勘為楷模與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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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見證

    高中時同學約我到教會參加英文查經班，

感覺還不錯，但是我想當天父的小孩應該都是

中規中矩的乖乖牌，有些無趣，所以我為自己

訂了一個享樂人生計劃，就是在我臨終前一天

再受洗信耶穌，這樣子如果我做了什麼匪類的

事到最後就一筆勾銷，嘿嘿！其實我真的想錯

了。

    1990年嫁了一個想法南轅北轍、管東管西

的老公，同時間我考上一個壓力很大、責任很

重、生活作息極不正常又要輪調的公務員工作。

因為一個成熟的飛航管制員須要7年的養成，

長時間的人力缺乏，所以好多年沒有休假疲憊

與睡眠不足，漸漸地與老公疏離與孩子互動極

少。另一方面，雖然有不錯的收入，但是永遠

入不敷出：跟會、房貸、信貸。我真的很納悶，

為什麼負債像滾雪球越滾越大。

    [那一天]終於到了，老公說我們沒有交集，

即使安排喝咖啡也無法對談，自稱全天下最好

的男人不再喜歡我了。我也討厭我自己，在我

靈性死掉以前，我打電話給婆婆的牧師，向他

求救並且參加夫妻團契。一開始很挫折，也覺

得與大家思想格格不入。經過弟兄姊妹代禱與

陪伴，漸漸覺得被了解與接納。我也嘗試向神

禱告，神用各種方式回應我，好叫我知道他是

真愛我們，連買雙鞋都可以拜託他[我腳大買不

到美鞋]。

    很快的我在2001年受洗，思想受到很大的

◆趙曙雲

(本文作者為高雄榮光堂會友)

衝擊，這些基督徒看起來不笨，但是為什麼算

數不太好，儘做些利人不利己的事，跟學校教

的、社會上看到的很不一樣。我也嘗試著將聖

經上所說的做出來，發現有些難度。比方說，

將憂慮卸給神。常常把一件事禱告交託給神以

後，不放心又領回來自己扛，不信任神就有苦

頭吃。我又看到馬太福音16：25「因為，凡要

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

的，必得著生命。」我就以一粒麥子落在地裡

死了的精神向家人傳福音，凡事以家人最大福

祉為考量，真的結出許多子粒來。首先是大弟

弟妹和我先後受洗、然後是我拜拜的媽媽受洗、

接著是小弟一家人。現在剩小妹還沒進入神的

家，相信神掌權神有祂的時間表。

    至於我的婚姻，我用了很多的眼淚向神哭

訴，神也確實幫助我們，透過牧師教會弟兄姊

妹關心代禱，以及參加以馬忤斯旅程經歷神、

明白神的心意，現在我們偶有爭執，但在神的

愛裡長大了。

    「慈愛的人神以慈愛待他，乖僻的人神以

彎曲待他。」一路走來彎彎曲曲繞了苦路，孩

子們也跟著受連累，怎能不悔恨。神透過我老

公，讓我及早信耶穌，享受神的平安保守；神

也使用我，呼喚那早已落跑20年的浪子老公，

重新回到神的家。神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

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5：17)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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